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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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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员 2 350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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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摩亚友人来石岛学做中国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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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读
今年以来，管理区以

“七五”普法依法治理为
抓手，深入开展了普法宣
传教育进工地、进厂区、
进码头、进商超的“四进”
活动。

于若琳 雷洁寒
日前，区财政局志愿

者服务队和社会爱心企
业一起来到宁津街道留
村程华勇家里进行志愿
服务活动。这已经是他们
第三次来到这里，和以往
不同的是，以前的他们带
的是慰问品，而今天和他
们同行的是一个施工队。
他们一起帮助这家人，改
造他们破旧的老房子。

卞红波
桃园街道以“双提”

工程为抓手，创新服务机
制，在街道范围内弘扬

“店小二”精神，全力服务
企业。

桃宣
5月7日，石岛公交收

到了一封来自东山村6 0
多岁毕春兰大娘的一封
感谢信，赞扬3 0 7路驾驶
员李森跃的周到服务。5
月3日，307路驾驶员李森
跃打扫卫生时发现了一
张公交卡，就把卡交到了
办卡中心，工作人员将卡
物归原主。

张琬茹 毕蕾涵
2018年管理区“法律

进社区”普法宣传活动正
式启动。5月10日上午，社
会管理局志愿者走进斥
山街道凤凰湖社区，与社
区志愿者一起进行普法
宣传活动。

社宣
近日，威海市卫计委

根据国家、省、市进一步改
善医疗服务行动计划实施
方案要求，总结“进一步改
善医疗服务行动计划”开
展3年来取得的成绩和经
验，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的
示范引领作用，对威海市
改善医疗服务示范单位通
报表扬，石岛人民医院获
此殊荣，榜上有名。

蓝青芳
东山街道组织机关

青年志愿者开展“志愿服
务展风采”庆“五四”青年
节主题活动。

社宣
5月4日上午，港湾街

道联合大疃镇青年机关
干部共30余人，在花村西
车的国学堂开展了主题
为“青春的节日我做主”
的参观学习活动。

卞钰汶

赤山景区亮相一个
新景点———“百花园”。景
点位于赤山禅院景点前
面的山腰处，应景的各类
绿植、花卉、果树等不下
数十种，樱花中的极品御
衣黄此处也有。

宋红军
日前，荣成市人民医

院组织了内分泌科、中医
科、康复科等7名医护骨
干来到三环社区一家托
老院为老年人进行义务
健康查体。

王伟伟
日前，荣成市人民医

院儿科引入先进的智能
雾化系统，并已投入使
用。既有效保证治疗质
量，也能让孩子用得舒
心。

李煜
5月9日，市人民医院

召开感染性AMS-MDT
诊治研讨会，相关疑难问
题与专家进行讨论，并请
专家解答了相关问题，同
时医院相关人员对 I CU
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
工作做了汇报，得到与会
专家的高度好评。

王伟伟
近日，崂山医院开展

关爱老年人推进医养结
合活动，选派骨干医生护
士走入汇晨养老中心为
每个老年人进行详细检
查。

张华萍
近日，崂山街道卫生

院举办了消防安全主题

宣传活动，在活动中让医

护人员进一步熟悉了火

场逃生动作技巧，组织病

人逃生的能力 , 提高了

医护人员的安全意识。

毕亚洁
5月1 9日“世界家庭

医生日”到来之际，市康

宁医院紧紧围绕“家庭医

生：我承诺 我服务”的

主题做好签约后续服务

工作，进一步增强居民主

动签约的意愿，提高家庭

医生的知晓率。

姜琳昱

近日，市康宁医院医

院举办庆祝“5·12’国际

护士节”活动，院领导班

子鼓励全院的白衣天使

继续继承和发扬南丁格

尔精神，在技术上精益求
精，在服务上主动周到，
在态度上耐心负责，在工
作中再创新佳绩。

姜琳昱

本报荣成5月14日讯(于若琳)
5月9日下午，一辆载着21名萨

摩亚友人的大巴，缓缓驶进了石
岛宾馆。在快速办理了入住手续，
经过短暂的休整之后，客人们便
走进宾馆的会议室，开始了他们
此次来中国学习的第一堂课。

由省人社厅和商务厅联合举
办，石岛宾馆承办的“2018年萨摩
亚烹饪技能培训课程”，于当天下

午在石岛宾馆正式开班。来自大
洋彼岸的21名萨摩亚友人将在这
里接受为期9天的烹饪理论和实
践技能培训。

“9天的培训，包括4天半的理
论和4天半的实践，在这期间，一
定要把我们中国最好的烹饪技术
和优秀的饮食文化传授给这些国
外的学员。”山东省人社厅劳动就
业训练中心科长邹江表示，参加

培训的都是萨摩亚政府部门的厨
师长、餐饮企业的负责人等。培训
的讲师是省人社系统组织的烹饪
专家，包括国家级的首席烹饪技
师、国家高级实习教师等，在实践
环节，对于一些具体的操作实习、
演练等，则由石岛宾馆的高级厨
师配合进行。据介绍，此次烹饪技
能培训是今年山东省60多个援外
培训项目之一。

王连街道全面落实首问负责制
本报荣成 5月 1 4日讯 (赵红

阳 ) 王连街道从主抓便民服务
中心和党政办公室两大对外服
务窗口开始，全面落实“首问负
责、一次告知、转办到位、限时
办结”的服务制度，真正打通便
民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便民服务中心整合窗口功
能，提升办事效率。将民政、经
贸、统计、农业、残联、城建、人
力资源与社会保障中心等8个部
门压缩至“一窗化”服务平台，

设置全能服务岗位，建立统一受
理登记处，形成一个窗口对外，
一个窗口说话。服务窗口受理项
目需要的基础信息进行兼容整
合，受理登记处负责各项目申请
材料的受理、初审、分流、送达
等工作，一切办理过程均由受理
处工作人员负责内部流转，让办
事人员只要跑一个窗口就可以
完成所有审批事项。

党政办公室设置专门的对
外接待窗口，根据群众的各类诉

求，能够当场解决的要及时解
决。如现场咨询的不能当场解决
的，由党政办公室专人负责填写

《办理请求事项登记表》、《转办
请求事项通知单》，并把群众诉
求转交至有关部门；如电话咨询
的不能当场解决的由党政办公
室专人负责填写《办理请求事项
登记表》、《转办请求事项通知
单》，并将有关问题转交至相关
部门，由相关部门联系当事人给
予回复办理。

桑沟湾南海岸带综合整治启动
本报荣成5月1 4日讯 (石炫 )

为加强城市海岸线的综合管
理，保护优化生态环境和自然景
观，近日，桑沟湾南海岸带环境
综合整治全面启动。

东山、宁津两街道与城建等
部门组织人力、机械对滨海生态
路沿线违法违规建 (构 )筑物进
行大面积拆除，公安、国土、规
划等部门各负其责，密切配合，

确保整治工作一抓到底，取得实
效。目前整个拆除工作正在按计
划顺利推进。围绕提升桑沟湾南
海岸沿线景观，此次整治行动将
对西起核电科普馆西侧，沿滨海
生态路两侧至宁津东楮岛村范
围内的陆上违法违规建 (构 )筑
物，依法实施征收拆迁，彻底清
理违法建设，形成渔业生产与休
闲旅游、乡村建设、环境保护、

群众生产生活统筹兼顾、协调发
展的新格局。

按照规划引领与发展需求
相结合的原则，管理区制定了此
次综合整治的具体实施步骤。同
时充分考虑渔业生产与休闲旅
游、乡村振兴战略的需求，将结
合整治行动统筹安排海洋牧场、
海上生产与陆域相关配套设施
建设。

远洋掘金

5月10日晚，山东省荣成市石岛管理区一家远洋捕捞渔船从大西洋捕
捞金枪鱼跨越近半个地球经过40多天航行归来，顺利停靠在鑫弘码头卸
船。鑫发渔业集团负责人介绍，这些“海归”金枪鱼下船后立即运入车间进
行切割加工。深加工后的金枪鱼身价将暴涨10倍以上。

近年来，山东省荣成市打造现代化远洋渔业船队，加快远洋渔业6大基
地建设，加大百家企业深海科技研发力度，推动产业链向高端延伸，提高
产品品质和附加值。实现了捕、运、加和深度研发“一条龙”，形成了远洋渔
业的高端科技产业链条。

杨志礼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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